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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每年年初，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光
坡镇举办的圣女果采摘季活动已经
成为陵水全域旅游的一个知名品
牌。今年1月19日，2019第五届陵
水（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光坡全域
旅游活动将如约而至。

今年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相
比往年做了哪些升级？具有什么新
特点？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对此进行
采访了解。

“乡村休闲游”变“全域旅游”

海南日报记者发现，相比往年，
今年活动的名称有了改变，从“陵水
（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乡村休闲游”
变成“陵水（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光
坡全域旅游”。

光坡镇党委书记龙靖说，从“乡村
休闲游”变为“光坡全域旅游”，表明在
让活动串起更多旅游资源、拓展更多
旅游业态上。光坡镇的决心更为坚
定、举措更为丰富，要把全局资源整
合盘活，“光坡镇不只有圣女果万亩
田洋，还有香水湾、分界洲岛、红角岭
等旅游资源。这届活动将概念提升，
把光坡的山、海、田洋串连起来，以‘光
坡大景区’的概念，打造一个能饱览光
坡之美的旅游盛典。”

海南日报记者观察到，在往届基

础上，本届采摘季活动在旅游线路、
主题活动上均有调整。如，加强或创
新与香水湾、分界洲岛、香谷黎园等
景点合作，加入滨海旅游、共享农庄
等游玩项目，对红角岭进行主题打
造，推出山海田两天一晚游活动等。
而在乡村休闲游板块，不仅有针对普
通游客的骑行线路，还有针对专业人
员的骑行线路，并打造了亲子游、研
学游等主题旅游产品。

“结合推进全域旅游，本届采摘
季活动我们在旅游服务设施上也进
行升级。”龙靖透露，升级的内容包括
打造光坡全域旅游服务中心，为骑行
线路增添路牌、地图，以及各景点相
应增添服务设施等。

推出更多文创产品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圣女
果采摘季在继续举办浪漫采摘、田园
骑行、美食大赛等丰富活动的同时，
还着力突出亲子游、教育研学游两大
主题特色。

其中包括，打造绿苑苗圃研学基
地，提供育苗教育、加工体验等服务内
容；在大艾园村、凤凰农庄、绿苑苗圃
研学基地、香谷黎园等地，开展儿童游
学活动；打造凤凰农庄亲子厨房等。

“这是我们结合光坡镇旅游资源
特色做的策划，具有比较强的市场针
对性。”本届采摘季活动方案设计单

位海南拾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馨月说。

此外，本届采摘季活动另一大突
出特点是打造了系列文化创意产
品。专门对陵水（光坡）圣女果采摘
季设计专属标志及辅助图形，强化采
摘季品牌形象；设计了系列圣女果吉
祥物、特产包装，研发了丰富多样的
旅游纪念品，塑造了统一的视觉形象
系统。文创产品还包括，在景点、田
洋中打造了实体艺术装置，如田洋中
的圣女果迷宫，红角岭上的山盟之
门、绿皮火车民宿等，供游客赏玩。

张馨月介绍，打造亲子游、教育
研学游及文创产品，是为了提升采摘
季的可玩性，把更多产品转化为商
品。“我们要为采摘季探索有效的运
营模式，在之前这方面是比较欠缺
的。要想推动采摘季持续发展，就必
须从文化和创意角度出发，把采摘季
打造成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农事节庆
品牌。”张馨月说。

增强旅游可持续性

龙靖坦言，往年采摘季活动存在
的最大问题是旅游可持续性问题，

“开幕当天活动内容丰富，很热闹，但
往后对游客的吸引力不足。”本届采
摘季活动则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提升。

尽管与往年一样，本届采摘季活
动持续到4月，但活动内容更为丰富。

除上述亲子游、研学游产品等长期常
规旅游线路，及结合艺术装置打造的
观赏体验点可供游客长期体验外，今
年还将结合元宵节、妇女节、清明节，
推出二月团圆宴、三月甜蜜多、四月学
知忙三大主题活动，吸引游客参与。
此外，还有“我到乡下走亲戚”、乡村篮
球赛、第二届光坡摄影作品征集赛等
活动，并开展4个月的线上持续宣传。

龙靖表示，以往旅游持续性不长
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村民的参与度
不高。今年，当地除推出“我到乡下

走亲戚”等活动外，还将通过结合采
摘季成立合作社、引进专业团队等，
让村民参与到特产销售、农家乐、研
学基地等经营活动中，并对他们开展
旅游接待培训。

此外，龙靖还透露，本届活动在
视野上放得更宽，美食展不仅将组织
陵水其他乡镇产品参展，还准备与河
北省沧州市互动，在采摘季上推介沧
州市相关旅游产品、农业产品的同
时，也在沧州市推介光坡镇的产品。

（本报椰林1月3日电）

串起更多景点，推出更多产品，提升旅游可持续性

陵水打造圣女果采摘季活动升级版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黄艳艳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武山鸿伟
果蔬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近
日发现了一个现象，合作社内种植的
圣女果相比农户自家种植的，长势茂
盛、挂果率高、果实口感好、发病率低。

能有这个结果，不是依靠运气，
而是源于科学种植。去年10月，光
坡镇政府委托海南富农战线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农公司）进
行2000亩圣女果种植地土壤检测，
并将其中200亩地作为精准农业测
土配方试验田，探索解决常年种植圣
女果而导致的土壤质量下降问题，提
升果品品质。

常年种植导致土壤酸化

在陵水，圣女果种植已有十余年
历史，近年来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在
光坡镇，几乎每家每户都种植圣女

果，全镇耕地面积2.6万亩，每年圣女
果种植面积就达2.5万亩。以武山村
为例，该村党支部书记李金养透露，
武山村圣女果种植规模已经从2012
年的6000亩增长到如今的1万亩。

圣女果产业规模化发展，助光坡
镇众多农户走上了致富路，去年该镇
圣女果产值达6.5亿元。高产值令人
欢喜的同时，常年种植圣女果导致的
土壤问题也日渐暴露出来。“如果土
壤不改良，圣女果会一年比一年难
种。”武山村村民李亚山说。

富农公司对光坡镇2000亩圣女
果种植地、100个土样检测后得出的
结论也验证了李亚山的想法——
81%土样属于酸性土壤，其中85号
土样酸碱度最低，为4.76，属于强酸
性土壤。

富农公司总经理黄恒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土壤酸化会引起土壤中铝
离子大量溶解，导致作物根系中毒，
这不仅会使植物对养分的吸收利用

率下降，影响植物正常生长和发育，
还会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或者动物
健康。

据了解，作物早衰、死苗，老叶黄
化；作物营养不良，减产；滋生病菌，
作物抗逆能力差，多病；果品营养不
均衡，口感品质差等都是酸性土壤种
植圣女果会产生的不良后果。

“过去，受传统种植观念影响，部
分农户滥用化肥农药。这类肥料酸
性高，并且吸收利用率低，导致许多
化肥残留在土壤中，日积月累导致土
壤偏酸。”黄恒说，此外，农户常年种
植圣女果，作物从土壤里吸收的养分
相同，常年会导致土壤缺少某些微量
元素。

精准施肥改良土质

在陵水圣女果生产基地土壤检
测的基础上，富农公司开始制定针对
性的精准施肥方案，在满足现有圣女

果生产需求的同时，改良土壤，提高
圣女果的产量和品质。

2017年圣女果种植季，富农公
司就已在陵水6块田洋设立示范地，
进行土壤改良试验，并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海南日报记者从该公司制定
的应用效果分析报告中了解到，在产
量方面，示范地的平均亩产量约为
3130千克，传统种植的平均亩产量
约为2400千克；品质方面，示范地圣
女果的可溶性含量（俗称“糖含量”）
也高于对照地，传统施肥地的可溶性
含量约为 9%，示范地为 9.7%到
10.6%不等。

土壤酸碱度方面，检测结果显示，
试验地的土壤酸碱度均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其中最明显的一块试验田PH值
（酸碱度）从4.28提升到4.8。“上述的
变化，使试验田生产的圣女果收购价
格比传统施肥产出的圣女果每千克高
出约0.4元至1元，平均每亩收益增加
280元至700元。”黄恒说。

今年，光坡镇政府将旅游公路附
近的圣女果主要采摘地点作为试验
田，其中鸿伟合作社135亩、武山補
利果蔬畅销农民合作社45亩、种植
户薛业胜20亩。在这200亩试验田
中，富农公司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制
定不同的实施方案，补充微量元素的
同时，调节土壤酸碱度。该公司对整
个项目过程跟踪指导，建立过程管理
台账，对每次用肥量、肥水浓度、土壤
EC值（测定土壤水溶性盐的指标）和
PH值等指标进行记录。

“去年作为试验的6块田洋主要
是农户自己的田地，土壤改良费用也
是他们出。今年，政府财政拨款，委
托我们进行土壤改良试验，可以看出
政府对于圣女果产业发展的长远规
划。”黄恒说。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
有关部门了解到，今年陵水计划对圣
女果种植地进行大范围的土壤改良，
保障圣女果产量和品质。

（本报椰林1月3日电）

光坡镇试点改良圣女果种植地土壤

200亩试验田结出优质果实

陵水圣女果产销企业严把品控关

标准化让产品卖得俏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在上海举行圣女果推
介会，“牵手”盒马鲜生开启陵水圣女果在全国16
个城市、100多家线下超市销售。这是陵水圣女
果提升名气、拓宽销售渠道的又一有力举措。

此次与陵水圣女果销售合作，海南景鹏集团
是盒马鲜生超市的供货商。能够与盒马鲜生合
作，源于该企业在陵水圣女果品质把控方面具有
一定的优势。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探访海南景鹏
集团了解到，其从种植源头到采后处理再到包装
储运的全程标准化以及可溯源体系建设，为陵水
圣女果在标准化种植、高质量生产与品牌化营销
方面提供经验做法。

合作农户种植有“军师”指导
2018年12月29日，在光坡镇妙景村，海南日

报记者见到了村民周关仁，他正忙着分拣、打包圣
女果，动作十分娴熟。“周大哥，装好了吗？运输车
马上来了。”一声呼唤打破了田地的安静，周关仁
加快分拣速度，不一会就打包好了几大筐圣女果。

随着运输车驶远，周关仁与海南日报记者聊
起来。“我每年都种植圣女果，但是今年的方式与
往年有所不同。以前我都是自己‘单打独斗’，今
年有‘军师‘指导，底气更足了。”周关仁说。

周关仁口中的“军师”是指海南景乾果业有限公
司，隶属海南景鹏集团，是陵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建设单位之一。2018年陵水圣女果生产季，该公
司与光坡镇115户农户签约组成“陵水圣女果产销
联合体”，公司按每亩预借1000公斤高效有机肥、
预支500元至1000元的生产资金给农户，并约定
参照市场价格按标准收购农户种植的圣女果。

“通过我们的指导，农户定时定量施有机肥，
规范管理种植，从源头保证圣女果品质。”海南景
鹏集团销售总监邱宝东说。

推进标准化种植是陵水圣女果提升品牌价值的
方向之一，近年来，陵水通过免费给农户发放有机
肥、组织农业专家对农户进行种植技术培训、设立技
术服务站等，引导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和采摘。去
年，陵水圣女果标准化种植面积达1.65万亩。

多个指标达标才能上市
每天采摘的圣女果，被运往景鹏集团农产品

初加工集配产业园。在这里，配备了两套可以智
能消毒杀菌、自动分练分级、自动称重包装设备。

走进车间，海南日报记者见到圣女果首先被倒
入设备中清洗消毒，紧接着通过传送带传入机器中
分拣出裂果。机器初步筛选后，工作人员帮忙挑出
个头小的圣女果，保证留下的果实饱满圆润。随后
圣女果由机器自动称重，被装进安全环保纸箱中，
进入冷库冷藏，最后通过全程恒温冷链送到各地。

“标准化种植是我们保证果品质量的第一步，
在车间还将严格把控质量，确保圣女果颜色、大
小、甜度、口感达到标准才运往各地。”邱宝东说，
只有品质好，才能吸引客源。

近年来，陵水从建设标准化示范基地、强化质
量品牌建设、精心培育农业品牌等方面，做强做精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未来
产业规划发展中，陵水计划借助景鹏集团等有实
力企业，通过企业辐射带动农户，助力圣女果产业
从田间到车间标准化、品质化、品牌化发展。

（本报椰林1月3日电）

助贫困户就近就业

陵水打造扶贫车间
本报椰林1月3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

符宗瀚）“扶贫车间刚刚设立几天，就招了5名贫
困户，帮我们缓解了人手紧缺问题。”1月2日下
午，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武山村的海南佳
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圣女果集配物流中心，公司
副总经理李新中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在该中心，有100多工人正忙着对圣女果进行
挑捡、装箱。李新中说，眼下每天的处理量为3万至
4万斤。“我们现有的工人忙不过来。政府在我们这
里设了扶贫车间，鼓励我们招贫困户帮工。”李新中
透露，贫困户来做的活主要是搬运，每小时工资为
25元，“随着圣女果收获进入旺季，未来每天的处理
量可能达9万斤，需要招更多人帮工。”

2018年12月30日，本号镇电子商务精准扶
贫服务中心、光坡镇海南佳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分别挂牌成立扶贫车间，利用其原有场所，灵活吸
纳贫困户就业。

据介绍，扶贫车间是以促进贫困家庭劳动力就
近就地实现灵活就业或居家就业为目标，主要设置
在乡镇（村），组织贫困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产品加
工、收购、手工工艺、种植养殖等生产活动或来料加
工业务的生产加工点，主要包括企业利用乡镇（村）
闲置土地、房屋创办的厂房式扶贫车间和企业组织
贫困户分散加工的居家式扶贫车间两种模式。

光坡镇党委书记龙靖介绍，光坡镇是陵水圣
女果的集散地，有300余家圣女果收购点。在整
个圣女果种植销售期间，生产、储存、销售、运输等
环节需要大量工人，仅外来务工人员就达2万多
人，工作时长为半年，“收购企业经常面临人手紧
缺问题，鼓励企业设置扶贫车间招纳贫困户帮工
等，其实也满足了企业需求。”

陵水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扶贫车间是陵水
精准实施“造血式”就业扶贫的创新举措。陵水将
进一步推广“扶贫车间”模式，组织包括贫困户在
内的留守妇女、富余劳动力到车间从事农产品包
装、加工和黎锦、藤艺等手工艺品制作及生产活
动，帮助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实现
群众、企业、产业多赢的局面，并推动扶贫车间向
创业车间、致富车间发展。

据悉，陵水计划2019年在全县范围打造20
个以上扶贫车间，确保每个乡镇至少有1个。

2019第五届陵水（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光坡全域旅游活动内容

1月18日-19日
山海田两天一晚游

1月19日

2018第四届陵水（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乡村休闲游活动，小游客在陵水
凤凰农庄采摘圣女果。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收获季
采摘忙

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圣
女果进入采摘季，每天都有大量
的圣女果在采摘、分拣、打包后销
往各地。

图为1月2日，在陵水一农产
品初加工集配产业园，工人们在圣
女果智能消毒杀菌、分选分级及称
重包装生产线旁忙碌。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制图/孙发强

2019年采摘季活动启动仪式
醉美光坡田洋越野赛

圣女果果王评选赛
第一届光坡全民互动才艺比拼大赛

童心童趣·游戏互动
福利放送·一元抢购

1月19日-4月30日
贴近自然·采摘趣

1月19日-1月21日
漫漫田洋光坡美食节

1月19日-4月1日
第二届光坡摄影作品征集赛

1月20日
第一届光坡美食大赛

1月20日-1月26日
幸福火车冬令营

1月-3月
乡村篮球赛

2月16日
二月团圆宴主题活动

3月8日
三月甜蜜多主题活动

4月5日
四月学知忙主题活动

2月-4月
我到乡下走亲戚——爱心之旅


